
《德训篇》
《息辣书》



作者和写作时间

耶稣，息辣的⼉⼦(50:27). 

公元前2世纪 (⼤概是公元前180 年). 

与公元前175年的安提约古·厄丕法乃的崛起和公元前167年玛塔提
雅的起义⽆关 (加上1:10; 16-24; 2:15-28).



另⼀个迹象是在50:1-24中称赞息孟⼤祭司，公元前219年到196年
的⼤祭司。 

50:1暗示息孟已经死了，但作者仍记忆深刻。 

这表明是他死后没有多久。



原⽂应是希伯来⽂-可能是在耶路撒冷-并在公元前132年由他的孙
⼦在埃及翻译成希腊⽂（⻅《序⾔》第27-30节）。 

这本书的希伯来语版本没有保存下来，但是有⼀部分在开罗（埃
及-⼗九世纪）和玛撒达（死海⻄岸-⼆⼗世纪）发现。 

现在的这本书，2/3是希伯来语



息辣

1. 可以从他孙⼦的《序⾔》中了解他。 

2. 从德24:40-47(Sir24:30-33);  

33:16-18;  

德50:29-31(Sir50:27-29) -揭示息辣的⾃我理解 

中⽂圣经以希腊译本为蓝本，加⼊拉丁译本多有的辞句（⼩字体）



他称他的教导“神谕” 是为⼦孙后代⽽设的 (24:46). 

他写的教导不仅仅是为⾃⼰，也是为别⼈ (24:47; 33:18). 



他很谦虚-他的成功归功于主的祝福（33:17）。 

但是，他确信⾃⼰的教学可以帮助他的学⽣应付任何事情（50:30-
31）。 

51:31可能表明他有⼀所房⼦供教学。 

39:1-11-Sirach为⾃⼰设定的⽬标。 

智慧也与个⼈圣洁有关（39:6-9）。 

在38:25-39:11中-他将各种⾏业与经师进⾏了⽐较。



他的孙⼦说，他的祖⽗致⼒于对希伯来圣经的深⼊研究，出于帮
助他⼈的愿望，他写了本著作（序⾔7-14）。 

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希伯来圣经分为三部分：法律，先知和其他
书。 

息辣⾮常了解圣经，他的书中充斥着圣经的早期书籍中的重复短
语。 

他也很了解圣经的历史(44-50:21).  



本书

⾃从圣⻄浦廉St. Cyprian (公元前 258年去世) -这本书被称为“解放
教会-教会经典” 

可能是它被⽤作基督徒的⼿册（望教者） 

塔⽊德和其他犹太著作也引⽤了它 

但是，它没有放在犹太圣经中 

它被天主教和东正教列为正经



结构

结构并不是很清楚 

息辣谈到许多不同的话题。 例如： 

1:11-30 – 敬畏上主 

16:24-18:24 –上主的仁慈



13:1-14:2 -关于贫富的主题 

31:1-11 -正义与牺牲 - 评注箴⾔21:3（特别是徳31:8-11）。 

40:1-10 –⼈⽣的痛苦 

42:15-43:33 –天主化⼯的赞美诗. 

44-49 -“赞美名⼈”



但是，基本上，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： 

1. (1-23) -在诫命和关于美德的教导中，赞美智慧 

2. (24:1-42:14) -智慧的道德教导 

3. (42:15-51:38) -美德的例⼦



神学

该书⾸先描述了上主的智慧，所有智慧的源头 (1:1-10). 

该主题继续延伸，描述宇宙中的组成部分 - (18:1-7; 39:16-35); 



被创造的世界的特征(42:15-43:33); 

以⾊列历史中的智慧 (24:1-22); 【在关于她参与以⾊列历史的智
慧演讲中】 

以⾊列⺠族的历代英雄 (44-50).



上主是世界，国家和⼈⺠的创造者和统治者。 

根据息辣的观点，在被创造的世界中存在秩序(16:24-30). 

上主的⼀切⾏为都是完美的，到处都能看到祂的智慧。(18:1-14; 
39:12-35);



上主知道⼀切，祂是仁慈 15:18-19; 18:13; 23:27-30; 39:24-25). 

⼈从上帝那⾥得到的最⼤礼物是智慧。 

Sirach将经典的三合会放在⼀起： 

敬畏上帝-智慧-遵守上帝的诫命。 

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它导致避免犯罪并遵守上帝的诫命。



该书展现了⼀种理论型的智慧-是个⼈学习，经验，旅⾏，和与
其他智者⻅⾯的成果 

⽽实践型的智慧则由在个⼈纪律和意志的实践



劝⾔

农⺠和放⽺的⼈ (7:16,24; 38:26); 

⺠众领袖(9:24-10:5); 

商⼈ (26:28-27:4); 

艺术家 (38:28-37a).



论借贷和保证(29:1-27); 

批评懒惰(10:29-30);“当只完成⾃⼰的⼯作时，不要感到骄傲；当
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⼤声疾呼(英译)” 

他评估财富和贫困 (5:1-10; 11:10-20; 31:1-11); 

他教导如何照顾⾃⼰的健康(30:14-27), 

在宴会上的表现 (31:12-33:14; 37:30-34), 

⽽在哀悼的表现(38:16-24).



⽗⺟和孩⼦的建议/劝⾔(3:1-18; 7:29-30; 22:3-5; 30:1-13; 33:20-24; 
42:9-14); 

他谈到主⼈与仆⼈之间的关系(7:22-23; 33:25-33), 

⽽贫富之间的关系(3:33-4:11; 7:36-39; 13:19-29; 18:15-18; 29:11-16).



他也教导关于朋友(6:5-17; 9:14; 22:19-32; 37:1-6) 和敌⼈(12:8-18), 

关于贤妇与恶妇(9:1-13; 25-26; 36:23-28). 

息辣坚持通过⾃律来塑造⾃⼰的性格(1:28-30; 6:2-4; 18:30-19:4; 
20:20-26; 22:33-23:38).



如何达到智慧

1. 持续摒弃恶/(继续去除恶习)(3:27-32; 10:6-22; 22:27-23:6,16-27; 
27:28-28:13). 

2.不断培养美德(3:19-26; 4:23-36; 10:26-31); 



4:23 “你要爱惜光阴，谨避邪恶” (??)  

(在适当的时候不要避免说话，⽽不要隐藏你的智慧]. 

4:23 “在每种情况下都要权衡利弊(分析优缺点)，避免邪恶” - 注意适时, - ⽽远离
邪恶,  

4:24 - 这样你不会为自⼰感到羞耻 .



⾔语是每个⼈智⼒和⼼灵⽔平的考验( 5:11-6:1; 19:4-18; 20:1-8, 20-
33; 23:7-20; 27:5-8; 28:15-30).



16:24-18:14

赞美诗，关于上主的创造 

天主造⼈(创 2:7; 3:19). 

⼈类的命运是赞美上主 

上主知道⼈的罪过，但是那些悔改的⼈会受到祂的怜悯 

⼈类的⽣命是短暂的，但上主是永恒的



39:16-41

第⼆⾸赞美诗-上主的化⼯全都是美好对； 

“到了时候，必然供应它们的需要”（39:39） 

“正确(当）的时候”（39:40）



42:15-43:37

受造物的赞美诗-赞美主⼈-⽆所不知和⽆所不能 

所有受造物的⼯作都服从祂-尤其是冰雹，闪电，⾬⽔（圣咏
147，148） 

他是万有（43:29）-所有存在的来源和实质



22:33-23:6

祈祷控制他的⾆头，⻝欲和性欲 

之后是关于这些主题的指示： 

23:7-15 – 谨慎⼝⾆ 

23:16-27 -关于激情和通奸



36:1-20

为拯救⽽祈祷 

息辣要求上主举⼿攻击“外邦⼈” -塞琉古统治者Seleucid开始统治
巴勒斯坦(公元前 198 之后). 

正如上主通过惩罚百姓来表明⾃⼰的圣善⼀样，现在他也要通过授
予他们压迫者的胜利来彰显⾃⼰的荣耀(厄则克⽿28:22-25)



出⾕纪的“征兆和奇迹”将被重复，流散的犹太⼈将被带回巴勒斯
坦-熙雍和圣殿 

在那⾥，神圣的荣耀将显现



如何阅读本书

1. 章节顺序(第⼀章开始到最后) 

2. 按主题 

例如：施舍和借贷(29:1-20);谨慎和节制(11:7-28).



三个主题需要考虑

1.报应； 

2.智慧与以⾊列盟约传统之间的结合； 

3.敬畏上主



报应

关于这个话题，息辣赞同《箴⾔》。 

他不考虑《约伯传》和《训道篇》这个主题上提出的挑战。 

息辣与贤哲⼀样，明智的举⽌会导致向今⽣的繁荣和美好的⽣活.



唯⼀的永⽣(不朽)是名字或记忆，以及⼀个⼈的后代(30:4-5; 
37:29; 41:15-16). 

41:1-4 -对死亡的不同反应 

对于哀悼者，不要过分哭泣和哀悼。 

由于没有回来的希望，因此必须坚决⾯对未来(38:16-23).



息辣接受所有发⽣的事都是主的作为(33:13-14). 

但是，与此同时，上主让⼈类⾃由选择(15:14-18). 

15:11-12. 

上主所有的作为都是好的(39:21, 29b). 

39:40 – “你不应该说：这⼀件事不如那⼀件事”



⽽且，事物是在“正确的时间”出现的(39:21, 39, 40). 

报应在这⼀⽣中已经发⽣(39:32-36). 



作者谈话相对的情况(33:7-15; 42:25). 

正义的痛苦呢？ 

他认为这是“试炼”和锻炼/实验(2:1-5). 

信赖上主的⼈将最终胜出 

上主的⼯作奇妙，但隐藏在⼈们⾯前	 	 (11:4). 所以, 3:20-24; 圣
咏131.



智慧与以⾊列传统

息辣是第⼀个将智慧和以⾊列传统结合在⼀起。 

按照他梅瑟五书就是智慧（第24章; 24:12-13, 15; 24:32-33 ）； 

并列出了以⾊列的英雄（44-50）-通常圣经中赞美上主（不是
⼈）。



息辣，结束赞美天主创造者诗，说上主将智慧赐给了忠实的⼈
（43:37）。 

然后，他开始赞美统治者，智者和那些预⾔的⼈（44:3）。 

后⾯是⼀系列名⼈（从44:16起）。 

名单以哈诺克开始，其次是诺厄和先祖：亚巴郎，依撒格，雅各
伯。



祭司：亚郎，丕乃哈斯，若苏厄，息孟 

⺠⻓：明确提到的是若苏厄，加肋布  

先知：梅瑟，撒慕尔，纳堂，厄⾥亚，厄⾥叟，三⼤先知和⼗⼆
⼩先知 

君王：夸赞达味，希则克雅，约史雅，批评撒罗满 

统治者：则鲁巴⻉⽿，乃赫⽶雅



敬畏上主

息辣跟随传统： 敬畏上主是“智慧的开始”或者说“智慧本身” (德
训篇1:16; 箴⾔1:7; 9:10; 约伯传28:28; 圣咏111:10). 

上主是智慧的源头，但却将她赐给了祂的所有受造物和爱祂的⼈
(1:1-10).



1:11-40 – 解释了敬畏上主是: 

起始(1:16); 

虔敬(1:18); 

王冠(1:22); 

根源(1:25); 

的智慧



智者的特点是： 

⾃律 

正确的⾔语 

诚实 

谦逊 

并遵守诫命（1:33）



有趣的是，⼀⽅⾯，敬畏上主会带来智慧，但智慧反过来⼜结出
果⼦来养育敬畏上主的⼈ (1:20-25). 

结的果⼦包括： 

繁荣，⻓寿和⽆罪的⽣活(1:21,22; cf. 24:26-29).



爱的语⾔

4:12-22; 6:18-32; 14:22-27; 51:18-38. 

年轻⼈要探索并寻找她，紧紧抓住她，永不放⼿(6:28; 雅歌3:4). 

他要追随她(14:23;雅歌2:9). 

年轻⼈的忠诚也会得到智慧的回应(4:12-22).



她会“像⼀个年轻新娘”⼀样拥抱他(15:2; 雅歌2:6; 4:9-12). 

她会给他⻝物和⽔(喝）(15:3;雅歌8:2); 

但是，她会试探她的爱⼈(4:18-19). 

作者甚⾄谈到了智慧的“轭”，作为情⼈要承担的 (6:25; 51:34).



但是，“爱她的（⼈），就是爱⽣命” (4:13; 箴⾔8:35). 

智慧将很多秘密启示给他 (4:21). 

因此，“轭”将变成“荣耀的礼服”，“欢乐的花环”(6:31).  

敬畏上主也免除/避免焦虑和忧虑 (34:19).



智慧和梅瑟五书《法律》

24:32-33 -这⾥作者坚定智慧跟/同梅瑟的法律⾥。 

因此，爱的智慧就是爱《梅瑟五书》（Torah）  

在梅瑟五书中，可以找到主的旨意和⽣活指导 (圣咏119:105; 圣咏1, 
19).


